
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深阅读慢生活08
2019年12月2日 星期一
责编 胡敏 视觉 陆晓霞
图编 张路 责校 蒋国敏·健康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综 合 服 务

遗 失 公 告

厂房、库房出租
江北港城园区东田孵化园5楼整层
（含三部大型货物电梯），面积3800
多平方，离内环仅1公里，出库方便。
电话联系:15923333012 聂先生

重庆格兰德冶金设备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开具给湖南紫星液压气动设备有限
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
票联）1 份，代码 5000192130、号码
03961714，邮寄途中遗失,声明作废
我单位（重庆市渝中区第二实验小学校
黄 沙 溪 分 部 伙 食 团 ，账 号
232080238710001）公章遗失，公章上
刻有“重庆市渝中区第二实验小学黄沙
溪分部”字样，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时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320366132L）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2月2日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三江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5U6WMX3P）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重庆市铜梁区洪伟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4MA60M2RY3P）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200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市起大建材有限公司100万吨/年石灰石开采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等法律和相关文件要求，现将《重庆市起大建
材有限公司100万吨/年石灰石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如下：
项目概况：矿区新建，位于为合川区盐井街道许家村，面积
0.0889km2。租用原红南采矿场工业广场和生活办公区，位
于铜梁区旧县街道龙洞村，在原红南采石场工业广场内新建
1条破碎加工生产线，生产规模为100万t/年。
征求意见稿全文见： http://bbs.cqtl.com/forum.php?
mod=viewthread&tid=424017&fromuid=195751附件1。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拟建项目周边受影响区域公众或关心项目
建设的公众 公众意见表见：http://bbs.cqtl.com/forum.php?
mod=viewthread&tid=424017&fromuid=195751附件2。
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登录以上网站查阅项目相
关资料，也可在公示期限内公众可携带有效身份证至重庆市
起大建材有限公司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若您对项目有什么
意见和看法，可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电子邮件或通过邮寄信函
（的方式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联系方式：重庆市起大建材有限公司曾矿长13637877586、
807755465@qq.com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陈工 023-
68725603、1059573784@qq.com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即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重庆市起大建材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重庆盛皇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30505056X5）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1000万元减至300万
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食品易拉盖和罐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食品易拉盖和罐生产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重庆市万州区经济开发区高峰园区檬子、石梁片区
建设内容：拟建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9栋车间（其中包括
1#~6#为标注车间、包装印刷车间、制罐车间以及剪版车间）、
1栋办公楼、1栋生产辅助用房以及设备安装及环保设施建
设。主要产品为易拉盖、制罐及印铁。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要求，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全文获取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SYcVEUEx
tQasGYD3AkNMQ（提取码trih），纸质版查阅可向建设单位或环
评单位索取（联系电话15608374373、023-62345801）
二、征求意见范围 本次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意见表详见：https://pan.
baidu.com/s/1HdFXIMVKs4x6CmM7HxGEIA（提取码
0V6Y），也可直接联系建设单位无条件索取。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信
函或者到项目所在地，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
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提出意见期限和公示时间
2019年11月26日～2019年12月9日，共10个工作日。

重庆国际生物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国际生物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重庆国际生物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
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相关信息已
在 网 站 http://www.zhienyaoye.com/news/i1253.html
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
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项目环
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人：曹老师电话：
18623386839；邮箱：2482172573@qq.com。

普顺至砚台公路（龙溪河产业快速路）改建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
垫江县兴垫交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拟在垫江建设普

顺至砚台公路（龙溪河产业快速路）改建工程，工程全长
57.289km，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双向两车道，设计车速
60km/h，路基宽度8m。项目已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对该征求意见稿
进行公示，以征求项目区公众有关项目环境影响的相关意
见，有效期为即日起至2019年12月9日，公众可登陆以下
网站查阅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纸质报告可
电话联系查阅），并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发表意见建议。
网址：http://www.cqsdj.gov.cn/zfxx/ggxx/2019-11/208057.html
联系方式：谢工，023-74618017，邮箱：541222483@qq.com
通讯地址：垫江县桂阳街道明月二路215号10幢2层

垫江县兴垫交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力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2709448400U）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18万元减至2018万元整。
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巫山县维生烤烟专业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7597951537X）成员大
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权人到
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本人曹建波遗失居然之家金源店原西娅图展位合同
保证金收据一张。单据号23A-1508000024金额肆
万叁仟壹佰捌拾叁元贰角（￥43183.2元）特声明作废。
本人曹建波遗失居然之家二郎店原西娅图展位合
同保证金收据一张。单据号96848金额贰万伍仟
贰佰陆拾捌元整（￥25268元）特声明作废。
本人余金华遗失红星美凯龙二郎店原西娅图展位商品质量保证金收
据一张。单据号A64－ S13000628金额叁万元整，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巫山县向君海物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MA604CTT4U）股东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张燕皓：

本委受理的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单位）劳
动（人事）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
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1467号仲
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
决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重庆市渝北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达。如对本
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12月2日

重庆市三建物流有限公司渝D78667营运证500230009041遗失作废。重庆市华廷建玲物流有限公
司长寿分公司渝BM7601营运证500115035504遗失注销。重庆市长庚物流有限公司渝BP1562营
运证500115041367渝BP2165营运证500115030432渝BP2329营运证500115030906渝BP2766
营运证 500115041496 渝 BP5088 营运证 500115048057 渝 BP5216 营运证 500115037390 渝
BP5997营运证500115033930渝BP7887营运证500115049060渝BP9707营运证500115049681
渝 BP9806 营 运 证 500115030429 渝 BP9826 营 运 证 500115030429 渝 BP9879 营 运 证
500115063497渝BT1580营运证500115021954渝BT2908营运证500115060705渝BP3162营运
证500115046176渝BP5088营运证500115048057遗失注销。泉益渝中分公司渝BZ3113营运证
500103029192遗失。豪帅公司渝BS6832营运证号500110075819遗失作废。重庆尊远物流有限
公司渝 BH5302 营运证 500104014716 渝 B3926 挂营运证 500104007267 渝 BN0396 营运证
500104007051渝BN0091营运证500104007053遗失作废。凯富江津分公司渝D71686营运证
500381020519遗失作废。欧嘉公司渝AA585挂营运证500110054680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华贵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000000011508）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岑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RC5A7H）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57万元减少
到1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2月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宜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6MA608BCM89）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至50万元整。根
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遗失2011年5月24日核发的重庆鼎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000025480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鼎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8681475932），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81475932）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6月19日核发的重庆泰欲康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0169858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泰欲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5050351490），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050351490）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户包银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1500108001808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黔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汪坤志二级建
造师证书及印章渝23113133621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兆源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2222002079)声明作废●重庆市黔江区姚容电子商务中心遗失重庆黔江银座村镇银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630190044000015核准号J6870001120501声明作废●重庆春光铁路机电厂遗失：2010年6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100007614）及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诺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作废●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阳光幼儿园遗传幼儿园三
级等级证书，证书编号：2011053声明作废●遗失鲁雪梅之女吴雨芯出生医学证明编号0500380952作废●杨德红餐馆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注册号:500104600031810;
核准日期：2015-04-29，经营者：杨德红。声明作废。● 杨 德 红 餐 馆 卫 生 许 可 证 正 本 及 副 本 证 件 编 号 ：
JY25001040057918，发证日期：2019-07-04，经营者：杨德红。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重庆沁香坊油脂有限公司遗失2011年6月25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210393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顺安养老服务中心印章备案回执
（编号50038320190930008），声明作废。●李叔芳遗失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住院医药费专用收
据1份,收据号003588610,金额2720.91元，声明作废●重庆市铜梁区大美妞皮具经营部公章遗失作废●遗失潼南区母子连心母婴店外滩分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JY15001520037077作废●遗失2017.11.10发耿永平执照正本代码92500106MA5XJHLBXP作废● 遗 失 重 庆 露 泽 丞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5001141092278、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141092279作废●重庆皇豪实业有限公司名下车辆，车
牌号渝AU7051，现面向社会出售。●重庆宏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车辆，
车牌号渝ANT733，现面向社会出售。●遗失：城口县北屏液化气经营部2012年05月21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29600075292声明作废●重庆颂宜家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5001078102780，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78102781，声明作废。

●张聪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00103198708063824，特此声明。

张 开 梅 （ 身 份 证 号 ：
510223196506080021)， 遗 失
2009年 9月 23日重庆市卫生局
颁发的护士执业证书，编号：
200950034946，特此声明。

2019年12月1日，是第32个“世界
艾滋病日”。今年“世界艾滋病日”宣传
活动主题，是“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
国我行动”。

我市疫情分布特点

据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发布数据显
示，自1993年重庆市发现第一例HIV
感染者以来，截止到今年10月，全市报
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
人4.8万余例，累计报告死亡1.3万余例。

我市疫情分布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地区分布不均，感染者主要聚集在

主城区和渝西地区等，疫情排名前24个
区县报告的感染者数占全市总数90%。

经性途径传播成为主体。近年来，
全市HIV流行因素发生了较大变化。
经血液和注射吸毒传播逐渐得到控制，
母婴传播病例逐渐减少，经性传播已经
成为HIV流行的首要因素。新发现感
染者中经性传播比例占95%以上，其中
异性性接触传播占82.4%，同性性接触
传播占15.0%。

性别年龄分布出现新变化。累计报
告的现存活感染者中，15至49岁的人
数占 60.8%，50岁以上感染者逐年增
多，且男女性别比缩小。50岁及以上高
年龄组HIV感染者人数占当年新发现
病例的比例，从2011年的27%上升到
2019年的58.4%，老年群体艾滋防控工
作形势严峻。

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当前艾滋病尚无疫苗，我市
艾滋病输血传播基本阻断，注射
吸毒和母婴传播得到有效控制，
艾滋病整体疫情继续控制在低流

行水平。
目前，我市卫生部门计划与四川美

术学院合作开展防艾宣传活动，动员更
多艺术院校的学生加入到防艾宣传工作
中来，以达到提高青年学生人群艾滋病
防控重视程度及安全防护意识的作用。
同时，继续开展健康扶贫调研检视问题
的落实，开展重庆市中学生艾滋病及性
健康知识及需求状况调查，探索研究青
年学生人群艾滋病及性教育等方面现
状，并提出下一步防控建议。

今年，我市开展了重庆市2019年第
四届“青年爱不艾”高校社团参与艾滋病
防治宣教活动，项目支持全市28所高校
51个社团开展校园艾滋病防治宣教活
动，累计直接服务5.7万人次，间接影响
人次超过20万。同时，开展首轮艾滋病
防控知识巡讲校园行活动。

初步构建检测实验室网络

目前，我市初步构建了覆盖疾控、医
疗、妇幼、采供血、检验检疫、司法、公安
等系统的艾滋病检测实验室网络，截至
2019年建立艾滋病检测实验室165家，
艾滋病确证检测实验室18个，确证中心
实验室1家，提高了检测能力。艾滋病
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已覆盖100%的区
县。

我市还建立了以艾滋病感染者和病
人为中心，在随访管理、抗病毒治疗等工
作环节加强医防结合，实行疾控机构、定
点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三位一
体”的防控模式。

重庆晚报-上游
新闻记者 文翰 摄
影报道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
我市已经覆盖至所有区县

11月30日，由重庆市医学会肿瘤学专委会主办，重庆抗癌协会
乳腺癌专委会、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等承办2019乳腺癌巴渝论
坛在渝召开，来自国内外乳腺癌领域的8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探讨乳腺癌最新研究成果和争议性话题，以提高西部乳腺癌诊治水平。
大会执行主席、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中心主任曾晓华教授表

示，近年来乳腺癌发病率逐年升高，七成乳腺癌患者首次就诊已是中晚期，建
议40岁以上女性定期进行乳腺癌筛查。

六类人群需警惕乳腺癌

乳腺癌是严重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据统计数据显示，我
国城市女性乳腺癌高发年龄段为55～60岁，农村女性乳腺癌发病高峰年龄为
45～50岁和55～60岁。城市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高于农村地区。

曾晓华教授指出，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早期乳腺癌的临床治愈率可达
80%至90%，但由于健康意识、防癌观念和就医条件等原因，在我国七成乳腺
癌患者首次就诊已是中晚期，失去最佳治疗时间，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显
得尤为重要。

曾晓华教授建议，广大女性朋友40岁就要开始进行乳腺癌筛查。以下六
类高危人群要特别警惕乳腺癌发生：月经过早来潮(小于12岁)或绝经晚（迟于
55岁）；未生育，晚育(第一胎在35岁以后)或生育后不哺乳，乳癌的发生率较
高；有乳腺导管和小叶非典型增生的人发生乳腺癌的危险性也会增加；具有乳
腺癌家族史(一级直系亲属患乳腺癌)的女性，发生乳腺癌的危险性是一般人
群的2至3倍；接受高水平电离辐射，特别是因其他疾病使胸部接受过多放射
线照射的女性，发生乳腺癌的危险性增加；高脂肪饮食以及长期有不良情绪也
会大大增加乳腺癌危险性。

早期患者生育安全可行

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病率持续递增，小于35岁的年轻乳腺癌患者的增长
尤为显著，但部分已育的乳腺癌患者仍有再生育的需求。

曾晓华教授表示，最新研究表明，早期乳腺癌患者不论激素受体阳性还是
阴性，生育都是安全可行的，并不会影响患者的远期生存，所以对于有生育需
求及意愿的年轻乳腺癌患者应予鼓励。在怀孕前应建议与乳腺科、产科医师
沟通，做一些必要检查排除肿瘤复发和转移。当然也有一部分乳腺癌患者治
疗后是不适合再生育的，比如晚期和高复发风险的乳腺癌患者等。

早期乳腺癌治疗后的生育时机，应避开乳腺癌复发的高峰期，避免残留化
疗药物对胚胎的毒性作用。

胸大女性更易患乳腺癌？

胸大女性更易患乳腺癌？不会。造成乳房体积不同的主要是脂肪，而绝
大部分乳腺癌是发生在乳腺导管系统，脂肪组织是不会产生癌变的。而如果
具备了其他高危因素，不论大胸小胸都有可能得乳腺癌。

乳腺癌有一定家族遗传性，但只占乳腺癌患者总数5%～10%。大多数
乳腺癌不是家族遗传性的，占乳腺癌总数90%以上。因此，没有家族史的个
体，也可能患乳腺癌。

乳腺小叶增生、乳腺纤维腺瘤是否会癌变？基本不会癌变，癌变概率非常
低。有乳腺癌高危因素者，应定期检查，以便早期发现恶变情况。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六类高危人群需警惕乳腺癌
七成乳腺癌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建议40岁以上女性朋友定期筛查乳腺

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生介绍，可以肯定的是，男性也

会得乳腺癌。因为乳腺癌的发生与体内雌激素水平过高有
关，男性也有乳腺组织，所以同样可能患乳腺癌。但男性发
病率低，并不多见。

男性乳腺癌有以下特点：发病年龄偏大、恶性程度较
高、易侵犯周围组织及远处转移、病死率较高。不过，只要
早期发现、早期诊治，治疗效果与女性基本相同。

专家提醒：男性如果发现乳腺异常情况
就要及时就诊，千万不要害怕、害羞。男性
乳房较小，男性乳腺癌容易及早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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